
时评江东

这几天，南京疫情防控牵动人
心。过去一年多来的抗疫经历证明，
科学有序、冷静理性是战胜疫情的不
二法宝。目前，南京各项防控措施正
在紧锣密鼓、有力有序地推进，但也
出现了少数非理性的杂音。有的对
防疫政策产生曲解，把“非必要不离
宁”“S1 号线停运”“出城须携带 48 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等举措错误地解读
为“封城”；有的在制造、传播不实疫情
信息⋯⋯这些杂音，扰乱了防疫工作。

事实胜于雄辩。信息及时公开，是
引导社会理性的关键所在。快速反应、
高效检测，是对质疑的最好回应，更是
安定人心的最实举措。也要看到，“杂
音”中不失表达关切、反映诉求的一
面。因工作人员少、市民配合热情高，
有些检测点的确存在等待时间长的情
况。在第二场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对此公开表示歉意，并明确将采取设
置“老人儿童采样通道”等措施。对于
防疫中出现的问题，政府部门不回避、
不遮掩，细致回应、积极改善，同样体现

科学理性的态度。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出

现疫情，只要科学应对，发现一起妥善
处理一起，就不会影响大局。对普通
群众而言，继续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社
交习惯，依旧可以从容生活、有序生
产。南京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消息甫
出，市民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有序进行
核酸检测取样，给疫情防控带来强劲
支持与坚定信心。这充分说明，无论
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
人人自觉主动配合防疫工作、遵守防
疫要求，以实际行动守好自己的防线，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一定能守
护好大家的共同安全。

连日来，有这样一些照片刷屏网
络：医护人员一双双被汗水泡皱的手，
各核酸检测点市民排着长队而秩序井
然⋯⋯面对疫情，没有人是旁观者，每
个人都是发光体。各职能岗位人员责
任在肩、恪尽职守，居民群众科学认识、
积极配合，以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方法、
精细的举措来应对疫情，守好每一道防
线，就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以科学理性筑牢每道防线
□ 颜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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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明慧
通讯员 宁公宣

连日来，南京市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高效有序、紧张进行，一抹抹“逆
行”的“警察蓝”，闪耀在战“疫”一线，
成为城市里一道暖心风景线。

“愿为抗击新冠病毒，守护平安
南京，随时听候调令。”南京市公安局
秦淮分局夫子庙派出所全体民警签
下请战书。

“志愿参加封闭执勤，全心全意
保监所安全，阻疫情于高墙之外！”南
京市看守所全体民警签下请战书。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休民
警，我还可以继续发挥自己余热，为
防控出一份力。”71 岁的退休党员民
警管金泉向江北新区分局阳沟街派
出所党支部表达请战意愿。

7 月 22 日，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
《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倡议书》，南京市
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民警
辅警纷纷响应、主动请战，要求为迅
速切断疫情传播、坚决防止扩散外溢
贡献力量。

23日，就在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后一
个小时内，江宁交警大队收到请战书百
余份。上午11时，大队成立党总支“党
员突击队”，从各中队抽调30名党员骨
干民警，充实封控区域执勤力量。

“做好较长时间不回家的准备！”
23 日 11 时 30 分，全体支援警力集结
到位后，随即分赴禄口街道 24 处执
勤点，实行 24 小时轮岗和集中住宿，
对各卡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劝离、劝
返和交通管制，与防疫人员一道紧急
投入战疫情、防风险、护安全、保稳定
各项工作。

宁可累倒不下“疫”线。7 月 22
日凌晨 3 时，主动请战、连续在检测
点执勤 20 多个小时的溧水公安分局
开发区派出所辅警王化龙因体力不

支晕倒在岗位上。“希望能尽快好起
来，赶快回到检测点。”仍在医院接受
进一步治疗的王化龙说。

“请出示您的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23 日上午 8 时许，南京
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治安大队大
队长陈军在南京南站出入口对进站
旅客进行检查。对于无相关证明的
旅客，陈军第一时间将其引导至车站
核酸检测点检测，并根据现场客流情
况，随时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将旅客分
流、转运至其他检测点。“一个都不能
少。”几天下来，陈军嗓子已经沙哑，
但是他仍然坚持在检查的同时，向每
一位旅客阐述宣传最新检测政策。

截至7月22日晚8时，南京南站、
南京站共劝返旅客6800人，在车站检
测点或分流转运周边检测点进行核酸
检测1万余人，治安秩序良好。

在南京市各进出城通道，南京交
警也开足马力，为疫情防控保驾护
航。2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南京交
警高速三大队接到一名河北驾驶人的
报警求助，称其运送一批防疫物资前
往明基医院，目前距大胜关长江大桥
主线收费站 27 公里，由于对路况不
熟，请求帮助。接到报警后，高速三大
队立刻安排警力前去接应，沿途为车
辆护送开道，快速安全将该批用于新
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物资护

送至明基医院。“感谢你们参与南京的
疫情防控工作。有我们在，请放心。”
参与护送任务的交警说。

“身在北京，心系家人，感谢人民
公安守护家园。”7 月 22 日上午，六合
公安分局雄州派出所收到了 15 杯写
着字条的奶茶。根据外卖公司提供
的电话，民警联系到了买家。原来，
奶茶是父母住在南京市六合区的北
京王女士点的。疫情发生后，王女士
父母通过电话告诉她，在民警的帮助
下，已经顺利完成核酸检测，这让她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决定在这炎炎
夏日用一杯清凉的奶茶感谢派出所
民警们的辛苦付出。

公安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石头城”里的暖心“蓝”

□ 通讯员 翁宏业
本报记者 顾敏

“核酸检测点是如何进行人员分
流引导的？”“天气炎热，建议开设老
弱孕幼等特殊检测群体的快速检测
通道。”7月23日下午2时45分，南京
市溧水区纪委监委疫情防控第四督
查组组长许青华带队在和凤镇毛公
铺社区核酸检测点开展疫情防控督
查。当天，许青华所在的第四督查
组，先后督查了洪蓝街道社区卫生
院、陈卞村、天生桥社区以及和凤镇
双牌石社区、沙塘庵社区等 6 个核酸
检测点检测人员到位、防疫物资供应
以及现场服务保障等情况。

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发生以来，全
省多地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第一时间跟进监督、精准
监督、全程监督，严明纪律要求，压实
主体责任，确保疫情防控各项任务落
细落实，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疫情
防控要求，南京市纪委监委 21 日晚
召开专题部署会，要求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主动担当尽责，深入一线开展专
项监督，排查风险隐患，推动补齐短
板。22 日，南京市纪委监委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
通知》，强调要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聚
焦流调溯源、核酸筛查、医疗救治等
重点工作，加强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
卫健、公安、发改等重点部门履行职
责情况的监督检查。

南京全市上下统筹联动，为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派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迅速
组织力量，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市口腔医院等
医疗机构，针对医院入口管理、预
检分诊和发热患者接诊收治、医院
感染预防措施落实情况等开展明
察暗访，查找薄弱环节，进一步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南
京市江宁区纪委监委抽调 20 名业
务 骨 干 ，成 立 4 个 专 项 督 查 组 ，同
时组织发动全区 10 个街道、3 个园
区 近 300 名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就 地 组
成监督小分队，同步配合开展监督
工 作 ，重 点 对 辖 区 居 民 的 组 织 发
动、各责任部门的现场履职、核酸
检测点位的采样运行、检测试剂的
保供运输及重点人员的精准管控
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针对
性提出“为白天室外排队群众搭起
遮阳棚，以防高温中暑”“采样力量

向集镇、社区倾斜，提升街道检测效
率”等 24 条建议，目前所有反馈问
题和建议已全部整改到位。南京各
驻地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组织也积
极参与联防联控。位于南京市玄武
区的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纪委闻

“疫”而动，针对员工出差多、核酸检
测需求量大等特点，督促推动苏美
达工会组织公司全员参与检测，截
至 21 日晚 8 时，苏美达大厦 951 名
员工全部接受核酸检测。

22 日，宿迁新增 1 例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同日，宿迁市纪委监委
统筹县（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
机构力量，迅速成立 3 个监督检查小
组，分别赴泗阳县、沭阳县等多个县
区开展监督检查，推动职能部门“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为了使监督检
查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宿迁市
纪委监委围绕党委政府责任落实情
况、机关事业单位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落实行业防控责任情况、疫苗接
种情况等方面，制定疫情防控监督检
查清单。对照县委制定的 6 项重点
监督检查清单，泗阳县纪委监委 6 个
专项督查组深入一线，围绕防控体系
构建、宣传发动、重点人员排查、公共
场所管控及隔离点建设等方面开展

全方位监督检查，检查单位（场所）81
个，督查发现各类问题34个。

22 日晚，溧阳市疫情应急防控
指挥部发布关于一名新冠病毒检测
阳性人员的相关情况说明后，溧阳
市纪委监委及时跟进监督，快速制
定监督方案，组织督查组赴 25 个核
酸检测采样服务点开展督查。该市
纪委监委派驻市交通局、公安局纪
检监察组对溧阳高铁站、汽车站、高
速道口开展蹲点督查，重点检查工
作人员现场履职、出行人员佩戴防
护措施等情况。派驻卫健局纪检监
察组对溧阳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入口管理、预检分诊和发热患者接
诊收治等开展明察暗访，查找薄弱
环节，及时堵塞管理漏洞。派驻市
监局纪检监察组联合职能部门对 30
余家餐饮场所、酒店旅馆进行检查，
督促严格做好环境消杀、人员登记
排查等工作。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表示，对疫情
防控工作中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推
诿扯皮、擅离职守、不担当、不作为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贪污
侵占挪用防疫物资、失职渎职等违纪
违法问题，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推
动整改。

全省多地纪检监察机关迅速开展疫情防控监督

以有力监督推动有效落实

23日，南京市浦口区公安民警、党员志愿者、社区干部等在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帮助行动不便者。
通讯员 陈欢 本报记者 乐涛 摄

□ 本报记者 仇惠栋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南京全城总动员，
战疫一线争分夺秒，排队检测昼夜不
歇，每一个人都在为城市出一份力。
其中有些人，前一分钟还在核酸采样
的长队里，下一刻就加入了志愿者行
列；还有些人，放下菜篮子解下围裙，
转身穿起了红马甲⋯⋯

“我是武汉人，去年经历了疫情
封城、全国支援的难忘时刻。最无助
的时候是南京人帮助了我，现在我要
尽一份力，回报南京人。”22日中午12
点多，今年 3 月来宁工作的刘雨轩在
河西金融城排队等待核酸采样时这样
想。华中科技大学南京校友群里，在
栖霞区工作的师姐发布消息——核酸
采样点急需志愿者，他当即回应。下
午 6 点多，刘雨轩从元通站坐地铁 2

号线赶往城东，在仙林南外核酸采样
点忙到晚上 9 点多。掏出手机，他发
现群里又跳出新消息——“迈皋桥需
要志愿者增援”，二话不说赶往下一
站“增援”。“虽然人生地不熟，但这座
城市让我感到很温暖、值得为它奔波
付出。”刘雨轩说。

“我是来南京看女朋友的，正好
为社区出一份力。”21 日晚上 9 点多，
栖霞区马群街道花园城广场核酸采
样点，27岁的大连医科大学毕业生刘
明生正陪女朋友排队。眼前七八百
人的队列拐了几道弯，一群志愿者在
维持秩序，现场 3 名检测医生忙得来
不及喝水，护目镜都被捂湿了。“我即
将成为一名医生，现在也可以做点
事。”他拿着证件找到社区工作人员
要求“上岗”，表明自己此前已在苏北
人民医院参加完“规培”、熟悉核酸采
样流程。经过仔细沟通和确认，“刘
医生”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做起了志愿
者，一直坚持到凌晨现场所有市民核
酸检测完毕。“经历疫情，我更加感受
到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感和成就

感。”刘明生说。
全城 930 万人昼夜排队进行核

酸检测，许多普通人转身“出列”，成
为守护这座城市的志愿者。

“关键时刻，我们老党员也要发
挥余热。”22 日早晨 7 点多，尧化街道
青田雅居社区老党员何阳正拎着菜
篮子刷手机，社区征召志愿者的消息
让她加快了步伐。回家穿上红马甲、
赶往小区检测点报到，她发现社区老
党员工作室的“同事”们都在忙乎着，
维持长长队伍的秩序、引导居民扫二
维码登记，现场有条不紊。

21 日下午 6 点，八卦洲街道中桥
村村民葛绕齐做完了核酸采样，开车
赶回家吃晚饭。路边慢慢行走的老
人，让他调转了车头：“来吧，赶紧上
车，我捎你一程到采样点。”这一临时
决定，让他这两天都没能停下来。“农
村不像城里，老百姓住得分散，老年
人出行又有不便，这时候肯定需要有
人搭把手。”葛绕齐来回跑了 20 多
趟，他的车成了村民的“专车”。有的
老人腿脚不便，他索性让老人坐在车

上，请医生前来采样。“其实我今年也
68 岁了，能帮助更年长的人，我很开
心。”老葛说。

这场战疫大考中，很多年轻人冲
在一线，成为守护城市的生力军。

“今天帮助社区医生进行核酸采
样，第一次穿防护服，没 5 分钟就全
身湿透了。”22 日凌晨 1 点 51 分，尧
化街道青年党员、“家住尧化”青年志
愿者联盟发起人王玥脱下防护服拿
起手机，发现有 10 个未接来电，多是
业务伙伴打来的。她赶紧在朋友圈
解释：“从今天开始持续 3 天我停止
一切工作，之前预约的小伙伴非常抱
歉！⋯⋯身为青年志愿者，让我们一
起守护大南京！”

23日凌晨1点26分，秦淮区新街
口商务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王鹏远在采
样点忙完一阵，发出一条朋友圈。配
图显示：22 日一天跑了 28283 步，
20.91 公里，消耗 889 千卡，相当于 3
只炸鸡腿的热量。“有生以来跑第一次

‘半马’，居然是在核酸检测点实现
的。”

战疫一线，一群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特写战疫

选派心理医生轮流坐班，为封控
区群众提供个性化需求，抽调医务人
员进入小区提供居家就医服务⋯⋯南
京市疫情防控中一系列方便居民的举
措，体现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深厚情
怀。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我们
必须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好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将群众的支持转化为提升
抗疫效能的巨大动力。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民意中
寻找答案不仅是党员干部重要的工作
方法，也应成为惯常的思维方式。“不
镜于水而镜于人”，群众的意见是面镜
子，照出了加强作风建设、改进工作的
方向路径。当前，尽快阻断病毒传播，
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全面严起来、紧起
来、实起来，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只有善于在群众的意见与建
议中找目标、找智慧、找方法、找思路，
不断改善细节、提高效能，才能把自己
的“辛苦指数”变为疫情防控的“安全
系数”，变为群众的“幸福基数”。

人民群众是疫情防控的“共同体”。
当前，江宁区禄口街道全面启动第二轮
核酸检测，禄口街道围合区域调整为高
风险地区，一系列新情况对疫情防控提
出了新要求。在顺应民意上，不能满足
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被动地等
待问题发生后再解决、改进，一定要深想
一层、先做一步，将可能出现的问题消解
于未然。特别是针对出现的防控隐患，
要深刻反思、严肃整改、举一反三、统筹
应对，防止一边在防控、一边还有其他风
险隐患带来新的问题。各级党员干部要
带着感情服务群众，善于倾听群众意见，
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好“大数据+
网格化+铁脚板”的机制优势，坚决防止
疫情扩散蔓延。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
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应对错综
复杂的风险挑战，我们更需要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每一
句批评都化作改进工作的务实之举，
化作我们战胜疫情、应对挑战的最大
底气，形成政府竭尽所能、群众理解支
持、上下同心战疫的良性互动。

依靠群众是战胜疫情的底气所在
□ 袁 媛

截至7月22日12时，南京市已完成
核酸检测采样500多万份。500万，是担
当，是实干，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面对此次疫情，南京和全省人民
团结一心携手作答。省委、省政府连
夜部署、迅速行动，以最严密措施确保
疫情可知可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各设区市迅速集结精兵
强将，第一时间赶赴南京支援；共产党
员冲锋在前，医务人员连续作战，志愿
者无私奉献，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各项
工作均在有力有序推进。

大战即大考。当前，确诊病例仍在
增加，疫情防控到了关键时刻，台风“烟
花”又将登陆，要打赢防疫、抗台两场硬
仗，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
战，是一道“特殊考题”，极大地考验我
们的治理能力和责任担当，必须沉着冷
静，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以昂扬姿态，
屏气凝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必须深化认识。前行路上，有无边
美景也有荆棘丛生，有风和日丽也有暴
风骤雨。越是面临压力和阻力，越要保
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高度政治警
觉，提高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的风险处
置能力；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把握疫情
发展的客观规律，沉着冷静地研判和应
对；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树牢底线思维、
增强责任意识，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
率事件，想得更深更细，抓得更严更
实。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重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切实实“醒

起来、动起来、严起来”，尽最大努力在
最短时间控制住疫情。

必须优化能力。时代的发展、形势
的变化会不断孕育出新的考题，而每一
道考题都是一种磨砺、一种淬炼，答好
考题就是一种成长。在突发疫情的重
大考验面前，能不能“拿得出”“顶得
上”，能不能打快仗、打胜仗，考验一个
干部能力水平的高低，考验一个地方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加
强统筹调度，进一步健全省市协同、高
效运转、一抓到底的应急指挥体系；争
分夺秒、集中力量、科学组织，把防控网
织密织牢；以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
最有力举措尽快切断传播链，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面对防疫和抗台两大
考题，既要打好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战，更要打好防范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努力将各种险情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
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必须强化作风。急难险重见担当，
关键时刻看作风。干部作风是不是扎
实、过硬，决定着防疫工作的实际成效。
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答好“特殊考题”，
就要敢啃“硬骨头”，困难面前不低头、挑
战面前不退缩、风口浪尖勇向前；就要以
力挽狂澜的决心、一往无前的奋进、同舟
共济的担当，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深刻内涵；就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

沉着冷静答好“特殊考题”
□ 陈立民

昨日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组织街道

消防站消防员对医院

、车站和农贸市场等公

共场所进行防疫消杀

，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

高晓平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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